
本报记者 张渊源

““只要按一下只要按一下，，杀菌装置杀菌装置

3030秒后就会启动秒后就会启动。”。”强生出租强生出租

车公司的司机成先生向记者车公司的司机成先生向记者

演示荣威演示荣威 EiEi55 的杀毒功能的杀毒功能，，

““整个过程维持整个过程维持9090秒左右秒左右，，之之

后会自动停止后会自动停止。。因为杀毒装因为杀毒装

置在进风系统里面置在进风系统里面，，所以人所以人

不需要下车不需要下车。。一车业务结束一车业务结束

后的空档期后的空档期，，我都会消一次我都会消一次

毒毒。”。”

55 月月 2222 日日，“，“荣威健康荣威健康

舱舱，，安全沪上行安全沪上行””出租车交出租车交

车仪式举行车仪式举行。。升级搭载上汽升级搭载上汽

荣威荣威““主动净化健康舱主动净化健康舱””的的

荣威荣威EiEi55出租车正式交付给大出租车正式交付给大

众众、、海博海博、、强生强生、、锦江锦江、、玖玖

行出租车公司行出租车公司。。

当天当天，，上汽荣威还联合上汽荣威还联合

上海出租车平台上海出租车平台，，建立出行建立出行

““健康舱健康舱””联盟联盟，，后续将对荣后续将对荣

威威 EiEi55““健康舱健康舱””进行升级进行升级，，

共同探索更安全的新能源移共同探索更安全的新能源移

动出行新模式动出行新模式。。

交车现场交车现场，，锦江出租车锦江出租车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荣威荣威

EiEi55续航里程长续航里程长、、充电快充电快、、找找

桩快桩快，，完全不会耽误营运时完全不会耽误营运时

间间。”。”该负责人还为记者算了该负责人还为记者算了

一笔账一笔账：：按照司机一天开按照司机一天开400400

公里公里、、充电桩电价充电桩电价 22 元元//度计度计

算算，，荣威荣威EiEi55一天的用车成本一天的用车成本

仅仅100100元左右元左右，，而燃油车一天而燃油车一天

的用车成本接近的用车成本接近200200元元。。相比相比

之下之下，，荣威荣威EiEi55能让司机每月能让司机每月

多赚近多赚近20002000元元。。

此外此外，，荣威荣威EiEi55依托全球依托全球

首个纯电休旅车专属架构打首个纯电休旅车专属架构打

造造，，内部空间更充裕内部空间更充裕，，并拥并拥

有纯电动车独有的平顺性和有纯电动车独有的平顺性和

静音性静音性，，司机开着顺手司机开着顺手、、乘乘

客坐着舒适客坐着舒适。。所以在公司所以在公司

里里，，荣威荣威 EiEi55 一直被一直被““抢着抢着

开开”。“”。“这个车是新车这个车是新车，，我开我开

了两个月了两个月，，实际续航里程有实际续航里程有

300300多公里多公里，，中午或者下午我中午或者下午我

会充一次电会充一次电。。乘客普遍感觉乘客普遍感觉

噪音低了噪音低了，，空间也算挺大空间也算挺大

的的，，跑机场要装行李箱的乘跑机场要装行李箱的乘

客反应比较好客反应比较好，，它能装两三它能装两三

个大箱子个大箱子。”。”成师傅说道成师傅说道。。

此次此次，，升级配备了上汽升级配备了上汽

荣威荣威““主动净化健康舱主动净化健康舱””的的

荣威荣威EiEi55出租车出租车，，将为司机与将为司机与

乘客带来多层健康防护乘客带来多层健康防护：：高高

效效 PMPM22..55 空调滤芯主动隔断空调滤芯主动隔断

杀毒杀毒，，对携带冠状病毒的飞对携带冠状病毒的飞

沫核有沫核有 9595%%以上过滤效果以上过滤效果；；

UVCUVC深紫外线杀毒汽车空调深紫外线杀毒汽车空调

9090 秒全车灭菌率超过秒全车灭菌率超过 9999%%，，

将病菌杀灭在空调出风口将病菌杀灭在空调出风口。。

本报记者 严瑶

55 月月 2525 日日，，在上汽通用在上汽通用

五菱第五菱第 22002200 万辆整车下线仪万辆整车下线仪

式上式上，，五菱品牌发布全新五菱品牌发布全新

LOGOLOGO：：五菱全球银标五菱全球银标。。银银

标将和现有的五菱红标一标将和现有的五菱红标一

起起，，满足用户不同层级的消满足用户不同层级的消

费需求费需求。。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汽集团副总裁、、

上汽通用五菱总经理沈阳等上汽通用五菱总经理沈阳等

出席仪式出席仪式。。

““此次五菱全球银标的发此次五菱全球银标的发

布布，，是五菱品牌突破自我是五菱品牌突破自我、、

不断向上的体现不断向上的体现，，更是上汽更是上汽

通用五菱迈向全球化新征程通用五菱迈向全球化新征程

的开端的开端。”。”上汽通用五菱相关上汽通用五菱相关

负责人表示负责人表示。。

在日前举行的一场小范在日前举行的一场小范

围媒体沟通会上围媒体沟通会上，，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五菱市场总监周五菱市场总监周钘钘透露透露，，五五

菱红标将延续传统造车理菱红标将延续传统造车理

念念，，展现企业展现企业3535年的造车品年的造车品

质与奋斗者精神质与奋斗者精神。。而五菱银而五菱银

标将着眼于创新标将着眼于创新，，涉及乘用涉及乘用

车领域车领域，，开启全球化征程开启全球化征程。。

据悉据悉，，五菱银标的首款五菱银标的首款

车型代号为车型代号为VictoryVictory，“，“和以往和以往

五菱造商用车不同五菱造商用车不同，，这是一这是一

辆家用车辆家用车，，新车将于新车将于99--1010月月

份发布份发布。”。”

不难看出不难看出，，上汽通用五上汽通用五

菱此次发布新标的目的菱此次发布新标的目的，，就就

是要为五菱品牌打造乘用是要为五菱品牌打造乘用

车车。。此前此前，，上汽通用五菱通上汽通用五菱通

过调研发现过调研发现，，在在 15001500 万五菱万五菱

品牌基盘用户中品牌基盘用户中，，6565%%的用户的用户

有升级换代需求有升级换代需求。“。“五菱品牌五菱品牌

在用户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很在用户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很

重要的创业伙伴形象重要的创业伙伴形象，，因此因此

车主对五菱的感情与其他汽车主对五菱的感情与其他汽

车品牌不同车品牌不同。”。”周周钘钘说说，“，“想想

要一辆带有五菱品牌要一辆带有五菱品牌 LOGOLOGO

的乘用车是车主向我们提出的乘用车是车主向我们提出

的需求的需求，，如今五菱是时候做如今五菱是时候做

出改变出改变，，再次再次‘‘为人民造为人民造

车车’’了了。”。”

““挂银标的五菱就意味着挂银标的五菱就意味着

这款车型属于全球车这款车型属于全球车，，将同将同

时在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售时在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售

卖卖。”。”周周钘说钘说，“，“全球银标车全球银标车

会着眼于海外新兴市场进行会着眼于海外新兴市场进行

产品开发和投放产品开发和投放。”。”目前目前，，上上

汽通用五菱车型已出口到海汽通用五菱车型已出口到海

外外40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企业

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

今年今年 11--44 月月，，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五菱海外市场实现持续增五菱海外市场实现持续增

长长，，企业累计出口量达到企业累计出口量达到

2892628926 台台//套套。。作为上汽通用作为上汽通用

五菱布局全球市场的战略车五菱布局全球市场的战略车

型型，，宝骏宝骏530530全球车全球车44月出口月出口

42174217台台//套套，，同比增长同比增长131131..11%%；；

11--44月累计出口量超过月累计出口量超过11..99万万

台台//套套。。中东地区是宝骏中东地区是宝骏 530530

重点布局的海外市场之一重点布局的海外市场之一，，

在疫情期间依旧保持市场活在疫情期间依旧保持市场活

力力，，11--44月月，，宝骏宝骏530530全球车全球车

共收获共收获49324932个中东订单个中东订单。。

在印尼在印尼，，当地制造的宝当地制造的宝

骏骏 530530 自自 20192019 年上市以来年上市以来，，

稳坐中型稳坐中型 SUVSUV 市场销量前市场销量前

二二。“。“在印尼市场在印尼市场，，多人口家多人口家

庭较多庭较多，，他们需要一辆多座他们需要一辆多座

位位、、大空间的车大空间的车。。此外此外，，1010

万万~~1515万元价位的产品最受用万元价位的产品最受用

户青睐户青睐。”。”周钘周钘说说，“，“因此首因此首

款银标车型款银标车型 VictoryVictory 就是根据就是根据

用户需求打造的用户需求打造的。”。”

据上汽通用五菱透露据上汽通用五菱透露，，

五菱全球银标车型将按照全五菱全球银标车型将按照全

球研发标准开发球研发标准开发。“。“77 月份月份，，

位于上海的上汽通用五菱全位于上海的上汽通用五菱全

球技术中心将揭牌球技术中心将揭牌，，助力品助力品

质提升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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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菱“全球银标”剑指乘用化

上汽通用五菱第2200万辆整车下线

这辆车让司机这辆车让司机““每个月多赚每个月多赚20002000元元””

搭载“主动净化健康舱”荣威Ei5出租车上线

55 月月 2727 日日，，上汽安吉上汽安吉

物流旗下安盛船务两艘新物流旗下安盛船务两艘新

800800PCCPCC 汽车滚装运输船汽车滚装运输船

命名暨装车仪式在上海海命名暨装车仪式在上海海

通国际汽车码头举行通国际汽车码头举行。。

两艘新船被命名为两艘新船被命名为““安安

吉吉210210””和和““安吉安吉211211”，”，这是这是

国内第一批严格按照国内第一批严格按照 《《三三

峡升船机通航船型技术要峡升船机通航船型技术要

求求 （（试行试行）》）》 建造的汽车建造的汽车

运输船运输船，，尺寸均为长尺寸均为长 105105

米米、、宽宽 1616..33 米米，，最大装载最大装载

量为量为800800辆商品车辆商品车。。

据悉据悉，“，“安吉安吉 210210””和和

““安吉安吉211211””的智能化程度的智能化程度

比以往更高比以往更高，，通过三峡升通过三峡升

船机更安全船机更安全、、快捷快捷，，使得使得

在武汉在武汉、、重庆之间的航行重庆之间的航行

周期缩短周期缩短 2020%%以上以上。。两船两船

的正式入列有利于提高长的正式入列有利于提高长

江干线航行效率江干线航行效率。。

（安流宣）

首批满足三峡升船机技术要求滚装船装车

“安吉210”“安吉211”入列航线

本报通讯员 陈巍

55 月月 2222 日日，，上汽集团上汽集团

总工程师祖似杰总工程师祖似杰、、集团技集团技

术管理部总经理沈浩明一术管理部总经理沈浩明一

行到访上汽英飞凌无锡工行到访上汽英飞凌无锡工

厂厂，，参加企业技术交流会参加企业技术交流会。。

近年来近年来，，上汽英飞凌上汽英飞凌

从无到有从无到有，，建立起先进的建立起先进的

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生产线，，制造出技制造出技

术一流的新能源汽车功率术一流的新能源汽车功率

半导体模块半导体模块。。

祖似杰指出祖似杰指出，，上汽英上汽英

飞凌是上汽新能源汽车产飞凌是上汽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布局的重要一环业链布局的重要一环。。面面

对现在及将来的竞争对对现在及将来的竞争对

手手，，上汽英飞凌需要修炼上汽英飞凌需要修炼

好内功好内功，，提高核心竞争提高核心竞争

力力，，降本增效降本增效，，为快速发为快速发

展及变化的市场做好充分展及变化的市场做好充分

的准备的准备，，让企业具有更强让企业具有更强

大的实力大的实力。。

祖似杰调研上汽英飞凌

练好“内功”，提高竞争力

五菱品牌乘用化

瞄准海外持续发力

55 月月 2525 日日，，上汽集团上汽集团

总裁王晓秋等赴华域视觉总裁王晓秋等赴华域视觉

调研调研。。在调研中在调研中，，王晓秋王晓秋

先后参观了新技术展示先后参观了新技术展示

室室、、智能化生产线和生产智能化生产线和生产

运营控制室运营控制室，，对于华域视对于华域视

觉近几年来在创新研发和觉近几年来在创新研发和

智能制造领域的发展表示智能制造领域的发展表示

了肯定了肯定。。

华域视觉总经理郭肇华域视觉总经理郭肇

基表示基表示，，疫情过后疫情过后，，是企是企

业危中见机的时刻业危中见机的时刻。。企业企业

要保持耐力要保持耐力、、增强定力增强定力、、

激发活力激发活力，，继续不断加快继续不断加快

技术升级和创新技术升级和创新，，加快改加快改

革开放步伐革开放步伐。。 （华雯）

王晓秋赴华域视觉调研

保持耐力增强定力激发活力

55 月月 2727 日日，，上汽集团上汽集团

监事会主席沈晓苏一行赴监事会主席沈晓苏一行赴

上汽大通调研指导工作上汽大通调研指导工作。。

上汽集团副总工程师郝景上汽集团副总工程师郝景

贤贤、、上汽大通总经理王上汽大通总经理王

瑞瑞、、上汽大通党委书记徐上汽大通党委书记徐

珍参加调研珍参加调研。。

进入公司进入公司，，沈晓苏一沈晓苏一

行乘坐无人驾驶车辆前往行乘坐无人驾驶车辆前往

设计中心参观设计中心参观，，当他看到当他看到

上汽大通围绕集团上汽大通围绕集团““新四新四

化化””战略战略，，特别在无人驾特别在无人驾

驶技术驶技术、、MIFAMIFA 开发等项开发等项

目上取得的成绩时目上取得的成绩时，，不时不时

点头称赞点头称赞。。沈晓苏希望上沈晓苏希望上

汽大通进一步增强客户与汽大通进一步增强客户与

产品的黏性产品的黏性，，在品牌提升在品牌提升

上下功夫上下功夫，，加强自身建加强自身建

设设，，为上汽集团自主品牌为上汽集团自主品牌

建设贡献力量建设贡献力量。。 （笑联）

沈晓苏调研上汽大通

增强用户黏性，着力品牌提升


